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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天長嘯 任世光 長老
一早，蔚藍的天空，燦爛的陽光，巴勒心曠神

他剛到時，志得意滿，現在，灰頭土臉。他進城

怡地帶著巴蘭到毗珥山的山頂。他們並肩站在一

時，意氣風發，這時，意志消沉，束手無策，黔

起，俯覽全以色列整齊有序的十二個陣營。

驢技窮。

「這是個咒詛我仇敵的絕佳地點，」巴勒心醉
神迷的眼晴盯著以色列人的陣營，信心滿滿地自

言自語，「今天會是一個時來運轉，否極泰來好
的日子。」

「看那陣營中間，」巴勒興致勃勃地說，「那
是以色列人神的會幕。」
「你怎麼知道？」巴蘭好奇地問。
「我派了十二個探子混進他們的陣營探察他們

比珥的兒子巴蘭凝視著以色列人的陣營滿腹疑
團，心想如何才能達到他來摩押的目的。

的虛實。」
「那他們察到了什麼？」

「你看，」巴勒指著東邊的陣營，「那是猶
「他們發現以色列人每天在會幕前，敬虔地面

大，以撒迦，和西布倫的陣營。」

對著會幕獻祭。」
「南邊，」巴勒接著說，「那是流便，西緬，
和迦得的陣營。」

「西邊，」巴勒繼續說，「那是以法蓮，瑪拿

「那又如何呢？」
「這你就不知道了吧，」巴勒信誓旦旦地說，
「探子得知，他們從埃及出來和在曠野那些日

西，和便雅憫的陣營。」

子，他們的神就常常咒詛他們，甚至整個世代被
「北邊，昨天你咒詛的陣營，那裡是但，亞

咒詛死在曠野。」

設，和拿弗他利的陣營。」
「那他們的神怎麼會認為他們沒有罪孽，是良
巴蘭漫不經心的聽，凝神佇立在那裡；回顧，

善公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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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就不知道了，」巴勒神秘兮兮地底聲

說 ，「你可以在這面對著那會幕獻祭和控訴他們不
但有罪，而且他們不停地犯罪。如果能激怒他們的
神，那這位神就會讓你咒詛他們了。」

他們的神領他們出埃及，就像野牛勇猛所向無

敵；

他們將要吞噬他們的仇敵，折斷仇敵的骨，穿透仇
敵的心；

「好吧，那我就試試看看。」巴蘭半信半疑地同意，
「你在這裡為我築七座壇，也在這裡為我預備七隻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他們蹲如公獅，臥如母獅，他們是萬獸之王誰敢招
惹他們？

公牛、七隻公羊。」心想，兩次施法占卜，召來的是
耶和華，而不是他要的七位神靈；也只有就照著巴
勒的建議試試。

凡祝福他們的人，神也賜福給他；
凡咒詛他們的人，神也必咒詛他。」

「我等你的好消息，」巴勒喜上眉梢地說。

「完了，」巴蘭如釋重負，終於放下重擔了。他回

巴蘭面向以色列人陣營中的會幕獻祭後，站在原
地沒有到遠處施法占卜。他不希望耶和華向他顯現

頭望著巴勒，心想，咒詛完了，祝福完了，獎賞完了，
顏面完了，名聲完了，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

傳祝福以色列人的話。他要按著自己的意願好好地，

巴勒站在那裡，臉色煞白，繼而臉色通紅，火冒三

徹徹底底地咒詛以色列人；只有這樣才有機會得到

丈，七竅生煙，目光如電地瞪著巴蘭，衝到他面前，

榮華富貴和維護他的顏面和名聲。突然，他感覺神清

氣得說不出話，半響終於發作。

氣爽，煩惱煙消雲散，心中有不吐不快的話語；他知
道神的靈降臨到他身上了。他仰起頭，望著天，舉起
雙臂，張開雙手，心裡的詩歌琅琅上口。

「你這個江湖騙子，」巴勒怒目切齒地咆哮，「我
召你來為我咒詛仇敵，不料，你這三次竟為他們祝
福。」巴勒深深地喘口氣，忍無可忍地又說，「我原

「比珥的兒子巴蘭說；

指望你咒詛完了，然後祝福我；結果呢？什麼咒詛

誰， 誰就受咒詛；我還沒要你祝福我，反而受到你

能清楚睜眼看得見的人說，

的咒詛。」
能清楚聽見神話語的人說，
巴蘭面紅耳赤，低著頭，沉默不語；心想，如何才
能清楚瞭解神異像的人說，

能全身而退。

能眼睜開俯伏在地的人說。

「我想讓你得到榮華富貴，但是，耶和華卻阻止你

看啊！雅各的帳篷是何等豪華豔麗！

不得尊榮，」巴勒搖著頭，揮著手趕巴蘭走，「你趕
快在我面前消失，我再也不想見到你。」

看啊！以色列的帳幕何其華美絢麗！

「我豈不是對你所差遣到我那裡的使者說，」巴蘭

看啊！他們像綿延不斷連接的山谷！

結結巴巴地回應，「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金銀給我，

看啊！他們就像在河畔茂盛的花園！

我也不得越過耶和華的旨意，憑自己的心意行好行
歹？耶和華說什麼，我就要說什麼。」

看啊！他們就像園丁栽種的沉香樹！
看啊！他們的水桶將裝滿水又都溢出來！

巴蘭說完，眼晴一亮，看到身穿潔白耀眼長袍的耶
和華的使者和他的驢站在遠處面帶笑容凝視著他。

看啊！他們的種子將撒在水上傳播生命。
他們的王將要超過亞甲，他們的王國將無比雄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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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靈修分享
基督徒的新人生活：「作清心的人」

生物，從低級生物造起，然後高級生命，直到最

Phoebe Wu 姊妹

高級生命；低級生命就是指植物, 如果樹、菜蔬,

要約束我們的心，謹慎自守；不放縱私慾。對
主耶穌的再來有專心堅定的盼望，知道祂顯現的
時候將為我們帶來恩。我們人實在無法做到完全
的清心；但這「恩」幫助我們洗淨餘罪，使我們

獸…等等；而最高級生命就是我們人類，因為只
有人是照著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 神的創造是何

等井然有序。
神在起初的時候，原來是創造一個美好的天

成為聖潔。
彼得說：「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
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高級生命就是動物，如魚、鳥、家禽、地上走

因為經上記着說：『你

們要聖 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 』」(彼 得前書
1:15-16) 這樣一來我們才能坦然無懼的來到天父
的面前。所以耶穌基督說：「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馬太福音 5:8 )

地，後來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原本美好的大地，
卻變得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後來神又興起，重
新再造這個世界，於六日中恢復這荒涼、空虛、
死亡的世界；在舊約每逢空虚、荒廢都指明神審
判的結果，如耶利米書4:23「先知説：我觀看
地，不料，地是空虛混沌；我觀看天，天也無
光。」以賽亞書24:1也説：「看哪，耶和華使地

神偉大的創造

空虛，變為荒涼；又翻轉大地，將居民分散。」
從此我們了解，由於撒但、他的墮落天使、及一

楊榮國 弟兄

些活類背叛了神而受到神的懲罰和審判。

啓示錄5:13「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
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
説：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
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這靈乃是指神的生命；
而且大地被死亡的水淹沒，神的靈運行在水面
上，就是神要為大地帶來生命，這就是聖靈的工
作，也是代表我們當初得救的光景；在得救前我

神創造諸天、創造地，連同其上的萬物，末了

們也是空虛混沌，我們的生命是毫無意義、毫無

又照著祂的形象和樣式造人，並給人權柄管理一

盼望，如今我們得救，就如神的靈運行在水面

切受造之物。神創造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耀祂的子

上，把我們從死水中拯救出來，使我們藉著聖靈

民，也是為了彰顯自己；神創造諸天是爲了地，

重生，得到神永遠的生命。

許多從天上來的東西如陽光、水和空氣都是為著

每次讀創世紀，總覺得有一幅美麗的圖畫呈現在

地，神創造地又是為著人，而神造人又是為着神

眼前，它有天、有地、有山、有海，有各種魚類、

自己，來盛裝、彰顯並榮耀自己。

飛禽走獸，還有各樣花草樹木，令人讚嘆神的創造

神的創造是重在生命，祂先造無生物，後造有

實在是太偉大、太奇妙，太不可思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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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國珠 姊妹

今日經文詩篇22篇回應：
趙國英 姊妹

今年教會開始新的讀經計劃，我覺得這是神呼

今天讀經詩篇部分是詩篇22篇。22篇第一節
的前半我們都熟悉：「我的 神! 我的 神! 為什麼
離棄我？」這是我們的主在十架上的呼喊。但

召我，要做一件新事。因為我以前的靈修，多
是在吃完早飯，洗完碗以後，覺得心無旁鶩的
時候, 才坐下來靈修。

是我今天看到的是詩人大衛在呼喊神為什麼離

但是今年，我感動應該要在起床後，吃早飯前

棄他時，突然寫了下面這一句：「但你是聖潔

讀經。所以我開始每天早上起床後，刷完牙洗

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寶座」或作

完臉，可以不用梳頭，仍然穿著睡衣，就來讀

「居所」)的。」(詩22:3)，感覺上好像不搭嘎

聖經。

又突兀。

今天早上睡到自然醒，一看已經八點。刷完牙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為什麼遠離不

洗完臉後，很自然地就走到廚房，開始取水煮

救我，不聽我唉哼 的言語?我的神啊，我白日呼

咖啡。這時，心中有一個小小的提醒，還沒讀

求，你不應允;

夜間呼求，並不住聲。」(詩

經耶⋯我的心觸動了一下，可不是嗎！我開始感

22:1)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

謝神，是愛我的神，是不放棄我的神，是用他

(「寶座」或作「居所」)的。)

的杖，他的竿，把我拉回來的神⋯⋯

苦難，剛發生時，我們的心思可能都是聚焦在

我轉身回房坐下，打開電腦開始讀經。耶和華

苦難的本身，想著怎麼去解決；苦難，久久揮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的心大大悸

之不去纏繞著我們時，我們可能開始埋怨，有

動 ， 很熟 的詩 篇， 也知 道 後面 會讀 到， 你的

很多的「為什麼？」要問。記得彼得嗎？風浪

杖，你的竿⋯⋯我的心滿了驚嘆與感動！又真又

中他憑著信心踏出第一步，在水面上走向他的

活的神，眼目遍察全地的神，不離不棄的神⋯⋯

主，他的夫子，但是，多看一眼風浪，他就開

我 只 有感 謝讚 美主 ，感 謝 讚美 主！ 感謝 讚美

始往下沉，驚恐中他呼喊「主啊，救我」，難

主！

道一個木匠比漁夫更懂水性？
白日、夜間的呼求，神沒聽到？還是，祂聽是
聽到了，只是祂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
語?

我小信的心在我裡面產生了苦毒，撒旦説

「 算 了吧 ！」 ；但 是， 神 要我 將我 的目 光轉
移，轉向祂的施恩寶座，用讚美來取代苦毒、
用數算主的恩典來取代小信。主啊，是的「讚
美能砍斷一切鎖鏈，讚美能助我超越一切，或
死蔭幽谷我仍要讚美，讚美我主直到永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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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心得
人生最真實的智慧

楊榮國 弟兄

約伯紀28章談論什麼是人生最真實的智慧，作

可貴，但卻比不上神的智慧更可貴，神的智慧才

者把智慧比喻成採礦冶煉；挖礦就是在尋找智

是真智慧;「真智慧」不是人努力思考學習的结

慧。約伯記28:1-12在描述古代人的採礦活動，

果，而是來自神的啓示；雖然人必湏尋求智慧

表現採礦、冶煉金屬礦物的技能，這也説明人在

（箴言2:4），但只有「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

金、銀、銅、鐵、藍寶石的提煉過程中所彰顯的

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2:6）。

超凡智慧。採礦過程非常艱難、複雜，挖坑道、

智慧在人世間無法尋得，沒有人能夠用足夠的

冶礦、煉金屬….等等，而且冒生命危險，經常

知識、或洞察力去解釋人生，比如我們是誰？我

引起崩塌、爆炸，造成礦工傷亡的悲劇。人在尋

們將來往那裏去，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世界上是永

覓各種寶藏，翻山越嶺、跋山涉水，發揮驚人智

遠無法找到的；所以我們可以説是來自世界以

慧和無所畏懼、勇敢的精神，人確實是很聰明，

外，高過我們正常人的思維，我們只有從神、神

不愧被稱為「萬物之靈」，有些地方甚至連鳥獸

話語的啓示找到智慧，我們認識主才能提升超越

之王，鷹、獅都未曾去過; 鷹的眼最敏鋭、獅子

生命的界限。我們人再多有知識、多聰明都不算

能到處捕食獵物，卻不能發現這些寶物，但人憑

是智慧，那只是屬人的心思表現，是有限度的，

著自己的聰明，卻能克服重重難關和危險，開採

是會過去的，

極貴重的金屬，好讓各樣隱匿寶物顯露出來。
「尋求它，如尋找銀子，搜求它，如搜求隱藏的
珍寶，」（箴言2:4-5）因著人的智慧使科技發
達進步，諸如電腦、網路、半導體產業、智慧手
機、5G、6G的接連出現。雖然人有能力取得最
寶貴的東西，但結論是「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
之處在哪裡呢？」（伯28:12）；雖然智慧如寶
石一樣好，但人在世上卻找不到智慧，智慧比世
上一切的東西都要寶貝。人的智慧，雖然是偉大

智慧是無價之寶，智慧的價值是黃金也買不
到，並非金、銀、寶石可以相比的，它是萬金難
買比任何寶物價更高，「智慧的價值無人能知，

在活人之地也無處可尋」（伯28:13）。所有的
俄斐金、紅瑪瑙、藍寶石、黃金、碧
玉、玻璃、
珊瑚、水晶、珍珠、紅壁爾、都不足與智慧較
量，這些都是在啓示錄新天新地時，新約路撒冷
的材料，都非常珍貴，但無法與智慧相較，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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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得到

的價值永遠勝過這些寶物。
「 敬畏主就是智慧;

遠離惡便是聰明」（伯

Phoebe Wu 姊妹

28:28）；「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凡遵行

這是第一首詩，是我懷著Catherine時,

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詩111:10），在整個

第一次聽到神的聲音所寫下的紀錄。

宇宙中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奧秘，但卻無法憑人
的聰明、智慧、能力，去完全探索，只有靠擁
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完全揭曉。這一切答案都在
上帝；主本身就是智慧，真的智慧只能來自神
的啓示，我們只要認識神、得著神、敬畏神、
順服神，並遠離罪惡，才真正得到智慧，也是
人生追求最高的目標。
我們每一位基督徒和常人一樣都會經歷各種不
一樣的事，有苦有樂，酸甜苦辣，但我們卻獲
得寶貴的東西，那就是在基督裏的智慧，無論

我們充滿 軟弱的心
唯有依靠上帝 得著剛毅
不要疑惑 只要相信
你將得到 豐富聖靈

我們擁有 奉獻的心
勇敢讚美上帝 得著歡喜
不要急迫 等候傾聽
你將得到 聖恩降臨
禱告 同心合意
你將得到 無比能力
禱告 齊心恆毅
你將得到 美麗旨意

碰到環境多麼困難、險惡，我們都可以坦然無
懼的活著，也因著有這樣的智慧，才能坦然面
對生命中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坦然面對生死，
因為這智慧讓我們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小麥子學生團契主日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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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女守望

禱告

耶穌的家庭語錄
Phoebe Wu 姊妹

Phoebe Wu 姊妹

父母信心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鼓勵大
家在空格處____唸出自己孩子的名字，
天天為孩子守望禱告。
主禱文01
親愛的天父，我們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
歸給祢，求聖靈幫助孩子____能時常持守純真，
並以聖潔的妝飾敬拜祢。當瘟疫病毒泛濫之時，
耶和華 神坐着為王；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
遠。 祢必賜力量給祢所愛的孩子；必賜平安的福
給____，懇求祢派遣天使、天軍在孩子四圍安營
保護他(她)，為他(她)潔淨所接觸的一切人與物。
感謝祢的保守與賜福，奉主耶穌基督的榮美聖名
禱告 阿們 !

主禱文02
親愛的父神，祢的能力遠大於我們的極限和處
境。我要為一切的人事物得到平安，獻上祝福感
恩和禱告。求神幫助我們作父母要單單仰望主，
用敬畏耶和華 神的心教導孩子____當他/她看見被
造的萬物，就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渺小。祈求神讓
____在跌跤中挪除他/她心中的驕傲，使____心存
謙卑讓生命的主，作王掌權。讓孩子仰臉看見神
的榮光，賜給他/她智慧和倚靠祢的信心，讓____
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得著轉變。謝謝主，奉主耶穌
基督得勝的名禱告 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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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014

孩子選邊站
我說：海潔乖乖吃飯不要玩。
Catherine：爸爸在，不怕！
換爸爸說：海潔乖乖吃飯不要玩哦！
Catherine ：媽媽在，不怕！
我說：David，我們「一起」叫她乖乖
吃飯，看她找誰擋！
Catherine：耶穌在，不怕！
David跟我：⋯愣了⋯竟然把耶穌都搬出
來了！

6/27/2015
Catherine：媽媽，天黑了嗎？
我：天黑了啊！
Catherine：耶穌對我們真好，會把天空
弄黑，讓我們睡覺！走吧走吧。
我：走去哪裡啊？
Catherine：走去耶穌旁邊啊！

11/30/2020
Abigail今天中午吃飯時跟我說：媽媽有
壞天使要抓我。
我問她：哪有壞天使？
我跟她說：壞天使進不來我們家。妳知道
為什麼嗎？
Abigail說：因為我們家有耶穌，耶穌會
保護我。

護我們。

為Covid-19祈禱

感謝天父賜給我們和我們的家人有健康的身體，
供應我們日用的飲食。除此之外，我們禱告每一

Anne Chang 姊妹

天能與我們所愛的家人在一起。願神應允我們的
禱告。

今天，因著 Covid –19全面回彈，全世界將在不
同的時間一起祈禱，使最壞的情況不會發生。
沒有固定的時間，但會有24小時的祈禱，由於時
差的原因會改為48小時。

天父，我們也為我們的親人、我們的朋友、我們
所愛的人以及地球上所有我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
禱告，因為我們都需要祢，我們的主。求祢，堅

固我們的信心，讓我們繼續活出對神的幫助和保

你禱告並分享它（至少給一個人），這樣我們為
全世界祈禱的正能量就會持續不斷。

護充滿希望的生活。
求主保守我們，並用祢聖潔的寶血和無限的恩慈

讓我們一起祈禱：

遮蓋我們，求主來攔阻不要讓這無型的病毒奪走

阿爸天父，我們奉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名敬拜

更多我們所愛的人的生命，求主治愈目前被疾病

祢，主啊，我們祈求祢加強我們對你的信心。

感染的家庭。我們相信，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主啊，把祢所有兒女的心與祢的心聯結起來，求

主耶穌，求祢施恩保護所有的醫生、護士、前綫

祢保護我們，以祢的寶血遮蓋我們。

的工作人員和所有倚靠祢的力量每天出去拯救靈

主耶穌，祢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盾牌，我們的

魂的工人。求主保守他們都能健康平安的回到各

力量，我們愛祢，我們需要祢，求祢保護我們免

自的家。

受病毒的威脅和侵害，求祢保護我們所愛的人，

我們禱告這一切是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保護生病的人，保護全人類。

讓我們為同一個目標向神祈禱。

主耶穌......我們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祈求祢，無限的
大愛臨到我們，讓這瘟疫 COVID-19 離開我們和
我們的家人。
求祢差派天使保護每一個奉祢的名禱告的家庭，
讓祢的保護和祢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禍
患不會臨到我們，瘟疫也不會挨近我們的家人，
因為神要吩咐祂的使者在我們所行的一切路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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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之路

四十 天
黃莎拉 姊妹

回應

專欄

十架之路四十天完整視頻歡迎上網觀看
網址: https//ch.nlcac.org

犧牲是聖潔的活祭，祂救贖我們罪身，使我們得
以存活，基督的信仰就在犧牲中真正誕生了。基
督徒傳福音時也可能會受到親朋好友譏誚，不被
認同，我們要把主耶穌基督的愛扎根在心裡，要

回應第三十六天: 馬太福音 27章32-44節

用溫柔節制回應，用愛感動人心，使主耶穌在我

趙國英 姊妹

們生命中彰顯出來。感謝恩主拯救我們。

回應： 祢能，但祢沒有 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時，
有許多人嘲笑、羞辱、挑戰他「他救了別人，不
能救自己。他是 以色列 的王，現在可以從十字
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他。」(太27:42)。主耶穌
啊，我相信你的確可以從十架上下來，因為實在
是太痛苦了；下來，這些嘲笑你的人就信你了。
主耶穌，我感謝敬拜祢，在祢極痛苦的時候祢仍
然勝過撒旦的試探，順服神以至於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完成救贖大工。主耶穌感謝祢，祢雖然
能，但祢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祢為我忍受痛
苦，為我這罪人死，用祢的寶血買贖了我，向我
顯明了神的愛。「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
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8)

趙立普 姊妹

Phoebe Wu 姊妹

維和認知都無法接受的，那麼被欺負、被鞭打、
被凌辱,

最後被釘十字架，怎麼會是彌賽亞吶？

感謝讚美神，神是這個世界一切規範道德律法的
制度者，犯罪必須承受應有的制裁和刑罰，人類
犯罪背離神是死罪，只有以死才能满足律法的要
求 ; 神又是這麼愛我們，就用他獨生兒子的死替
人類受刑罰以至於死來换回我們的生命，何等奇
妙捨命的愛，主耶稣因完全的順服成就神救贖的
大功，只有藉著主的血, 踏着主的生命, 我們才能
回到神的面前，與神和好、恢復起初神創造人類

感謝主耶穌那份犧牲的愛，當我們仰望立在各各
他山丘上的十架，便得了醫治與救贖，我看見基
督的信仰就在為義犧牲中扎了根，天父用祂愛子
的寶血澆灌這地上，使福音萌芽茁壯;

哈利路亞，神對人類的救贖計劃是我們用人的思

主耶穌為

黃莎
了成就天父的旨意，放棄活下去的權力，面對世
間人的譏誚，主耶穌用隱忍節制的愛回應，衪的

時那種生命的關係，我們拿什能回饋報答主恩
啊！？聽主的話、默想主的話、天天求告主、天
天背起十字架來跟随主，這是唯一一條又真又活
的路，是通向生命的路、天堂的路，起來傳福
音，把這生命之路指給世上的人，讓我們也天天
行在這條路上！阿們！

第九頁
第四頁

楊榮國 弟兄

犯下的罪已深深侵犯了天父的聖潔，祂的憤怒是

在古羅馬帝國時代，一個人被判釘十字架，等於

世人無法也無力承擔的，唯有主耶穌才能擔當得

是被判了最痛苦的一種刑罰，那種所遭受的痛苦

了父神的怒氣，祂為我們喝下那憤怒的杯，以至

是難以煎熬，所以才會容許執刑人給予死刑犯苦

於我們能在祂的遮蓋之下存活。主耶穌在至死前

膽調合酒的止痛液來減輕他的痛苦，然而耶穌卻

的最後一刻, 還在面對人們卻在祂肉體斷氣前還

不肯喝，表明主耶穌要親身擔當十字架的苦難，

不斷的嘲笑譏諷，但主耶穌為使我們能再度回到

拒絕接受神以外的任何幫助和安慰，因為他裏面

父神的懷抱裏，祂順服天父的計劃，無論經歷多

已經有神的喜樂。

少痛苦與凌辱，祂始終用寬恕的態度面對一切，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祂用僅剩的氣息教導人彼此相愛、包容、扶持與
我們聲稱自己是背十字架的人，但當我們遭受身

原諒。感謝主耶穌為我們承擔嚴厲的刑罰，挽回

上的苦楚時，我們多麼盼望能飲一口類似苦膽的

我們的靈魂，賜給我們重新振作的機會，我們要

止痛藥水，來緩解痛苦; 看了主耶穌的例子，我們

背起主耶穌輕省的軛，祂服事眾人的態度是柔和

若渴望痛苦能得到減輕或舒解，我們就不是真正

謙卑的，我們要學習祂的樣式成為祂生命的延

在背基督的十字架。我們如經不起苦難的試煉，並

續，做榮神益人的服事，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榮

希望得到別人的安慰和同情，這種表現代表我們

耀的名祈求 阿們 !

對十字架的認識是多麼膚淺。主在十字架嚐盡痛
苦滋味乃是要成全神的旨意而怛然無懼接受。馬
太福音 16:24 主耶穌説：「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回應第三十八天:馬太福音 27 章 57-66 節

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要跟從主就要

趙立普 姊妹

經歷苦難的試煉，才能進入神的榮耀裏。

感謝神，聖經裡對主耶穌基督的預言一句都不會
落空的，無論祭司和文士用什麼方法, 用多少兵丁

主啊！祈求你讓我們能更認識十字架的真理和啓

去把守，人的思想是那麼的有限，無法攔阻神的旨

示，能天天背起十字架，在面對受苦的時候，求

意和計劃的，求神每天光照我們，相信神在聖經裡

主讓我們脫離尋求苦膽調合的酒，因為有你的同

應許的給他兒女的每一句話都必應驗的，雖有時

在，我們心中就有喜樂和讚美。

眼不能見，但憑著信心過每天的生活，天天向魔鬼
誇勝，天天過得勝的日子，哈利路亞，讚美我們的

回應第三十七天: 馬太福音 27 章 45-56 節

主，復活的主，替我們贖罪的主，我們感謝你！阿

Tracy Zhong 姊妹

們！

勝過死亡，且從死裡復活，永生的主啊！祢與我們
同在，在困惑時、在傷心時、在遇試探時、在孤單
時......祢已經勝過了這一切，將一切榮耀歸給祢，
配得的永生神！阿們！

黃莎

Phoebe Wu 姊妹
阿們 感謝主! 耶穌為我們背負十架的刑罰。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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